
柔柔江水金鱼游，
纤纤女神抚琴瑟。

湾边美景相映照，
袅袅伊人昇平乐。

湾边即景
潘安

诱人的秋天，正是水稻扬花成熟的季
节。那天，我回了一趟老家，看见老家屋后
一块不大的稻田里嫩黄的稻穗在夕阳下散
发着满满的稻香。然而，闻着稻香，便想起
了父母……

有一年冬天，我家在居住的老庄基前
建了一个新庄基，并在新庄基上面盖了 3
间新房。来年的春天，父亲见老庄基不利
于耕作，就对母亲说，不如把屋后的老庄
基整成平地，种块水稻吧？母亲听了很高
兴，我自然更高兴，拿着小铁锹和父母一
起用了几天时间把老庄基整成平地。母
亲问父亲屋后没有农田，水从哪里弄呢？
父亲笑着说，春节前已跟村里的杨木匠说
过了，帮我们家钉部小水车。哈哈，看来
父亲早有“预谋”。

初夏一大早，父母就把新钉的小水车
架在屋后的河里，然后踩着水车，那清澈
的河水便被水车踩进那块田里。父亲说
庄基改的这块田，足有半亩，能收二三百
斤稻，是计划外的粮食，十分珍贵。田里
蓄满了水，父亲兴冲冲地买来了糯稻秧
苗，母亲喜滋滋地把它插下去。我就天天
跑到屋后，看田里的秧苗，盼着它们快快
长高。有时放学我会走在村里栽过秧的
田埂上，心里很着急地向我家屋后稻田走
去。一边走一边侦察着村里稻田里的秧
苗长势和水位高度，想作下对比。父亲知
道后说，别管它，只要田里有水，随着气温
上升，它就会长高。真的，几场雷雨过后，
看到屋后田里的秧苗绿油油开始发叉变
粗，很是高兴。我常常站在屋后看父母给
稻田施肥、除草。有时禁不住那份欣喜与
诱惑而下到稻田，当看到麻黄盯在腿肚子
上吓得哇哇大哭，引得观看我除草的小伙

伴一阵哄笑。
千盼万盼，终于糯稻在我望眼欲穿的

等待中抽穗扬花了。从穗尖到穗尾，稻花
就轻盈的开着。稻花很小，只有半截米粒
大，它的颜色像大米，就孕在密密的稻穗
中，一串稻穗一串花。稻花开了，每天吃过
晚饭，当夕阳染红天际的时候，劳累了一天
的父亲准会来到稻田边，坐到水车上，悠闲
地抽着烟，然后弯下腰，伸手摸着近处的稻
穗，就着稻花，细细的嗅着，他那张饱经风
霜的脸露出了丰收的笑容。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割稻正当时。父
母趁着天还未亮，就把田里的稻割倒了，捆
成稻把，用板车拉到打谷场上，脱成稻谷，
扬净晒干后，专门碾了一袋糯米，给左邻右
舍的乡亲们每家分了几斤，自家才开始尝
鲜。此米晶莹剔透、饱满圆润，煮出的米饭
吃在嘴里糯糯的、香香的，让人永生难忘。

从那时起，我家的半亩田，种出的糯稻
便成了我们餐桌上的美食。后来我参加了
工作，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可每到霜降的
时候，父亲总是坐班车为我们送来一袋新
鲜的糯米，即使自己不便，也要请人捎带。
要过春节了，父亲会给我们送来晒干的糯
米面。他说，我是吃着半亩田里种出的粮
食长大的。

几十年来，老家半亩田种出的糯稻从
未卖过一斤，父亲总是把糯稻碾成米，送给
左邻右舍，送给在城里生活的亲戚和儿
女。可就在前年，父亲却得病走了，那时，
正是八月收稻的季节。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快到中午
了，我仍然舍不得离开我家的半亩稻田，蹲
在屋后的田埂上，双手捧着稻穗，细细地体
味着那浓浓的稻香……

半亩稻田
陆金美

唐德亮《南方的橄榄树》，是
一部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获
广东作协第八届新人新作奖优秀
诗集。

评判一位诗人的艺术成就，
可能存在多种标准作为合理的参
照，但我至今依然固执地遵循这
种并非完美的评判标准：“在我的
文学深层意识里，艺术创造意识
与创造成果是评判任何一位真正
艺术大家的美学标准之一，而且
是最重要的艺术美学标准。”也就
是说真正的合格诗人必须自觉而
有意识地创造出异乎寻常的新型
艺术诗句，“新意是未知的内在的
质的联系的发现，任何看似不相
干的事物之间，都有一种潜在神
秘链紧紧地构牵着它们，这要看
在什么层次上认识它们”“客体内
在的质的规定性都存在，那要看
主体从哪个层次与角度认知和把
握，为此而打破固有的语言、语
势、语态及老化的组合方式，使距
离差大的客体能根据主体意识、
韵律与幻觉重新化合、构置不同
意境，从而生产出各种高层次的
审美意味来说，至关重要。有人
说，现代诗人是些不食人间烟火
的神仙，这是过奖了，这种神的境
界达到者有几人？他们不过不再
跟着原地打转，而去更深层地发
现客体的更隐秘的内在联系罢
了。”（见《现代诗形式发展的一般
旅程及营构方式图解》）。所以，
真正的杰出诗人要勇敢地冲破既
有组合规范与旧有模式，自觉建
设新的物的奇异搭配样式，要异
乎寻常的“反常化”（什克洛夫斯
基语）。“诗歌创作就是探寻和发
现事物秘密的过程，按王国维的
界定即为：看出事物的‘另一种风
貌’（王国维《人间词话》——诗意
风貌）。以此理论做铺垫深层梳
理唐德亮的诗集《南方的橄榄
树》，其艺术创造特质是相当突出
的，其中部分诗句语词的奇异组
合更体现了这种“风貌”重新铸造
链接的特征。

下面我们就对唐德亮诗集
《南方的橄榄树》的艺术创造做一
番标本式的具体论证和明晰：

“天鹅拉着云幡，一群蝙蝠追
踪着西去的太阳”（《荒原之爱》，
引自诗集《南方的橄榄树》），这就
把“天鹅”“云幡”“蝙蝠”“太阳”这
四种外物的自然物理秩序重新诗
性地再次排列了，作为一般飞翔
的“天鹅”“蝙蝠”，若按生物学上
的界定，它们或者觅食、或者寻求
异性，它们的目标一定不是“云”，
一定不是太阳！但那是自然形态
生物形态的“天鹅”“蝙蝠”，仅存
生物意义上的单调，没有诗歌艺
术趣味的。但是诗人唐德亮看出
的就不是这些，他按诗性法则主
观单方面又将“天鹅”“云幡”“蝙
蝠”“太阳”这四种外物的自然物
理秩序重新调整了，把“自然物理
秩序重新调整”为新的艺术秩序
了，他看到的“天鹅”在拉“云幡”，
而蝙蝠们呢？不是在觅食，也不
是在追逐异性，而是去追踪“西去
的太阳”！无尽的诗歌艺术趣味
就出来了，按我们上面“基本上在
人、动物、植物（以上三者为有机
物）、无机物等四个层面上互相转
换”观照，应该是“动物”的天鹅、
蝙蝠与“无机物”云、太阳的关系
重新对接转换。“乡村在暮霭下呻
吟”，这就是把“外物”的乡村人格
化了，乡村作为一个抽象的名称，
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它会“呻吟”
吗？按自然物理属性的“乡村”是
不会存在此种功能的，这还是诗
人唐德亮主观单方面赋予“乡村”
此项功能的，这也就有了浓重的
意味了，这就是克莱夫·贝尔所谓
的“有意味的形式”。“叮铃铃的露
珠在向我们行注目礼”，我们见到
的物理露珠都是静静的水珠，哪

有这样像铃铛不断响的露珠！而
且还能“注目礼”？这就是对外物
固有属性的主观转移，以至意义
的重新安置，就像杜甫的花能“溅
泪”哭一样的令人拍案！“道路早
已苍老得生锈”（《永恒的岁月》），

“道路”是无机物，能像人一样的
“苍老”？而且还“苍老得”像铁器
一样的“生锈”？这些诗性转换太
有意味，太精彩了！像如此外物
转换的还有“大黑狗用舌头舔着
朦胧的月色”，“一声枪响”“喝退
了漫天罩地的沉沉夜色”（《猎
人》）；“笑声染红了遍岭的杜鹃石
榴/歌声唱绿了漫山的秀竹茂林”
（《莎妹们》）；“早晨，她们背着湿
漉漉的山风”“夜晚，她们背着五
彩的云霞”（《女人的背篼》）；“只
会瑟缩在屋角哭泣生锈的爱和命
运”（《山野的女人》）；“传来寒星
的呜咽”（《极致》）；“影子已困倦”
（《浪漫的意境》）；“找到那躲藏着
的春天”（《心灵的花瓣》）等等，此
种按主体清流而外物娴熟调遣，
在诗集《南方的橄榄树》中比比皆
是。

什么是诗人？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的帕斯说：“所谓诗人就是不
断为我们打破习惯的人。”那么唐
德亮就是“不断为我们打破习惯
的”佼佼者，这有诗集《南方的橄
榄树》内的精彩诗句为证。“说到
这里，我还是想起波德莱尔，法国
十九世纪著名诗人查理·波徳莱
尔在其生前曾有一个重大艺术发
现：‘依他看来，宇宙间一切事物
都是互相呼应、互为象征的；宇宙
是一座神秘的象征的森林，通过
各种不同的形式以显示其自身的
存在。’（见《欧洲文学史》下卷）。
我在多篇文章中继续延伸为‘万
物互为喻体’即万物在艺术创作
中可以互相作比，从而自觉打破
形似、色似、味似、音似等传统近
距离作比的旧模式，而趋向非
形、非色、非味、非音等远距离的
新型艺术范式追求。但我在多
年的艺术探寻与阅读中，他的这
个重大艺术发现并没有得到足
够的重视，甚至一些高校内的专
家、教授也没有悟出其发现的伟
大性，更不用说具体艺术实践
了！”由这个艺术维度观照，要能
从直观的固有事物里挖掘出其
潜在的诗意审美关系，就要重新
打造外物的形状，就要重新认知

“物”以及重新安排创造物与物
之间的新型审美关系。艺术美
是艺术家创造性行为的直接结
果和显现，自由创造是其本质与
灵魂，而发现、打造和借用物与
物之间的新型神秘关系更是其
重中之重。上面我们所引用的
唐德亮的那些艺术风貌创造，其
实就已具备了波德莱尔“万物互
为象征”的艺术特征了，最起码
已有这种韵味特意把捉，仅是程
度厚薄上的差异罢了。所以，在
这个“互相呼应、互为象征的”以
及“万物互为喻体”的诗歌创造
工作中，唐德亮明显是不可或缺
的杰出一员！

诗是一种新型的艺术创造
—对《南方的橄榄树》的艺术单向考量

许庆胜

如你胸口那枚暗红的胎记
斑斑驳驳的红点
记载着前世的红尘情缘

如我手心那些细密的掌纹
纵横交错的纹路

细诉着今生的绵绵深情

那片片血红的叶子
写着沧桑的故事
和载满了泣血的相思

红叶
陈杨杨

是梦境吗？斑驳的老骑楼，半月
形的拱洞，凋敝的木窗，紧闭的门扉，
泥砖老墙上绿意盎然的青苔，都在诉
说一个久远的故事，那是属于歌村堡
的繁华前世。风中隐约传来一曲咿呀
的山歌，远古的曲调，仿佛穿越千年的
红尘而来。

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高村的这条
旧街了，但我还是如同第一次一般，折
服于她的美。她就像一位身着粗布旗
袍的妇人，步履婀娜地行走在岁月长
河，粤韵风华，不曾老去。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穿过老街，驱
走了一些阴暗，一群文艺家们来了，
打破了老街的沉寂，老街瞬间鲜活了
起来。

画家们选中了街尾处一条短巷，
那里晾晒着一圈一圈不知名的竹编器
物，短巷尽头是一扇带门楼的小院，有
树枝从院墙内斜伸开来，生意盎然。
他们就地而坐，铺开画笔画纸就写生
起来，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大致的形
廓。画家眼中的老街，是厚重的历史，
是堙灭的人文，是人间的氤氲烟火
气。而摄影家拿起手中的相机、手机，
用独特的视角，捕捉老街不一样的风
情。在他们的镜头下，残桓断壁皆为
美，岁月沉香皆是诗。

旧街的骑楼群曾是20世纪的繁华
地标，始建于民国时期，50年代初具规
模。旧街不长，总长仅70余米，但凭借
着当时高村与连滩渡口水陆两路的交
通便利，加上沟通六都、白石、东坝、宋
桂等镇的地理位置，这里曾是邻近镇
圩日赶集的商品贸易集散地及文化娱
乐中心，其热闹程度不亚于当时广州

的上下九。当年，多少意气风发的高
村祖辈们曾经从旧街出发，奔赴美好
前程，骑楼就成为了他们心中乡愁的
寄托，几回回梦回故乡的风景线。

旧街的尽头拐角处，一座华丽的
木质廊桥横跨东西，仿佛前世穿越今
生的时光隧道，一头连着昔日的辉煌，
一头通往远方的梦想。新旧的碰撞，
古今的融合，通过这座廊桥得以完美
兼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八
音”为名，八音桥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入
了“八音山歌”的本土特色定位，成为
高村的新晋地标及网红打卡地。“八音
桥”是集行走、景观、休闲娱乐于一体
的风雨桥，又处于改河道而建的高村
河支流——深埗河的出水口，视野广
阔，占据绝佳的地理位置。站在桥上，
欣赏出水口欢腾汇入高村镇的母亲河
——高村河，水流湍急，水色飞溅，辅
以长条形、六边形亲水石墩，自成风
景。凭廊远眺，远处的大金山脉连绵
起伏，近处的田地平整青翠，水口开
阔，在前方分叉后蜿蜒通向远方，一副
青山绿水的天然田园画卷。

廊桥的另一头，仿佛打开了一个
崭新的世界：仿青砖的复古墙砖、黑色
瓦檐，统一的褐色商铺招牌，古朴的青
石板路面；喧嚣的人群，琳琅满目的商
品，高悬的大红灯笼，一张张幸福的笑
脸，无不彰显着太平盛世的繁华。这
里就是与旧街隔河呼应的新街。

随着改革开放及商贸的发展，原
来狭窄的旧街不再满足市场的需要，
于是20世纪80年代，统一规划建设的
新街应运而生。因为处于镇政府所在
地前的核心区域，逐渐取代旧街，成为

高村镇新的商贸中心。2020年高村镇
实施美丽圩镇创建行动，对新街沿街
房屋进行风格一致的美化提升，整体
提升骑楼风貌，才形成了现在所见的

“风情老圩，商业骑楼街”新街景象。
这次“走进美丽圩镇——高村镇”

采风团成员之一，云浮著名的本土作
家，高村人黄美莲女士带领我们浏览
了新街及镇政府所在地周边，也介绍
了她 90年代时在镇政府工作时“一穷
二白”的情形和如今的巨大变化。黄
美莲是典型的高村美女，身材修长，五
官立体，还具有高村人的典型特质，善
良淳朴、热情好客，我们都亲切地称呼
她“美美姐”。而她也是我文学道路上
的良师益友。

美美姐介绍说，高村镇作为山区
镇盛产蚕丝、山茶油、茶籽粉、柠檬蜂
蜜、南药牛大力、何首乌、小盆栽、生
猪、工艺榄、高村米酒等农副产品，高
村豆腐、茶油鸡等美食更是远近闻
名。在新街拍照游览的过程中，我对
一家卖竹制品的小店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其中有一种漏斗形的竹编器皿，
形制少见，一问店家才知是过滤豆腐
的。“怪不得高村石磨豆腐如此出名，
连过滤的器具都如此特色。”我不禁赞
叹道。

在美丽圩镇建设中，高村镇完善
了公共设施建设，建成全市首个山歌
文化公园和八音廊桥，商业骑楼街、亲
水平台、社区体育公园等，在沿深埗河
的两岸，形成了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化“双文”并举的建筑群。行走在河
堤西路，随处可见“金山明珠，文旅高
村”的宣传标识，在我看来，这个发展

定位既精准又富有地方特色。只见沿
河堤两岸整体划一的居民建筑，宽阔
整洁的街道，繁花似锦的绿化，行之令
人心情愉悦。沿河改建的亲水平台，
成为炎炎夏日孩童的好去处，偶尔能
见到三三两两的孩子在河道中戏水、
捕捞鱼虾。

由朝至暮，夜晚的八音桥流光溢
彩，如油画色彩的重重叠加，呈现出梦
幻般的意境。亲水河畔，灯光璀璨，河
水泛着粼粼波光，疑是天上银河跌落
人间。劳动了一天的高村人民趁着夜
色走出来了，或于河边漫步，于廊桥闲
话，或在山歌广场来段欢歌热舞，享受
丰富的夜生活。我不仅羡慕起高村镇
的居民来，有不逊于城市的夜景，有良
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有丰富的文化生
活，生于高村，何其幸福！

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韩北屏作
家创作的中篇小说《高山大峒》，小说
是以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高村风土人情
及土改为时间背景的。女主角申晚嫂
从一位受尽压迫的贫苦农妇，逐渐成
长为一名思想进步的妇女干部。她梦
想中那个丰衣足食、安乐无忧的“好日
子”，在今日繁华的高村街都得以一一
实现。

当晚，我真的梦见自己变成了申
晚嫂，穿越几十年时光来到八音廊桥，
看到了今日的金山明珠——高村镇的
风貌，笑得如此欣慰。我还梦见了成
片成片的现代花卉苗木产业园、一座
座现代化的养殖场，一排排古香古色
的乡村别墅群。

高村的明天一定会如我梦中
所见！

印象高村
黄萍

淅沥且持久的雨
浸漫了斑斓的桂林街头
只为看看解放桥下清澈能见的底
象鼻山的美轮美奂
不如你漂泊来的婀娜多姿
我携着理想在这里游玩
租一艘船
一直一直
却没能走到明天

磅礴且粗鲁的雨
任性肆虐在桂林的街头
那儿的风景
陶醉在人们艳丽的歌咏
冒着烟丝的啤酒鱼撩人味蕾
人群却一直拥挤到深夜之后
汹涌的江水
还有那珍藏窖底的三花老酒
痛快地让个性任意挥洒
一直一直漂流到人去楼空

散乱且有些慵懒的雨
迷失在了桂林的街头
踟蹰在斑驳的影子里
沉默地淹没于长夜的守候
桂林的街头啊
鱼成了梦寐
酒也没有醒来

扰乱了蜚声遐迩的桂林米粉
把魂丢失在了悠悠人群之中

终于疲倦了的雨
躺平在了桂林的街头
为了那个久别的重逢
游离于灯光迷离
艳影朦胧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那个狂暴的季节
我静候
静候着就要到来的朗朗晴空

桂林的雨
易忠伟

潮头 （徐登科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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